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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回復事項一覽表 

項次 質詢議員 質詢日期 質詢事項 主政機關 頁數 

1 蘇議員泓欽 108/06/04 

三鶯大橋分四個階段進行改建，請

市府與十河局溝通施作下環河路匝

道工程。 

工務局 4 

2 蘇議員泓欽 108/06/06 
請說明成立鶯歌陶瓷工藝文化園區

案進度，並加速辦理。 
文化局 5-6 

3 蘇議員泓欽 108/06/06 

請持續推動「鶯歌石觀光休閒旅遊

的整體處理方案」，讓鶯歌石榮景

再現。 

文化局 7 

4 蘇議員泓欽 108/06/06 請落實鶯歌古窯維護工作。 文化局 8 

5 蘇議員泓欽 108/06/04 

請加速推動山水步道周邊相關建

設：(1)加速自行車道與桃園串聯

(2)水管路鋪設柏油(3)增設監視器

(4)為串聯鶯歌山水步道左右兩

岸，營造環湖步道，建議評估興建

供人行及自行車行走之景觀橋。 

水利局 9 

6 蘇議員泓欽 108/06/04 

建議鶯歌溪整治工程納入河川流域

治理平台並與桃園市協商合作機

制。 

水利局 10 

7 蘇議員泓欽 108/06/06 

請協助鶯桃路 413 巷周遭排水改

善，以及永吉活動中心、高職西街

及大湖路一帶淹水情形改善並全面

調查分析，徹底改善鶯歌水患問

題。 

水利局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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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蘇議員泓欽 108/06/04 
請市府尋覓適合地點興設鶯歌區南

鶯里及建國里 2 里共同活動中心。 
民政局 12 

9 蘇議員泓欽 108/06/04 請市府增建鶯歌區納骨塔。 民政局 13 

10 蘇議員泓欽 108/06/04 
請市府府會聯絡人應善盡職責並適

時回應辦理情形。 
民政局 14 

11 蘇議員泓欽 108/06/06 
請儘速辦理鶯歌尖山公園籃球場施

作遮雨棚工程。 
民政局 15 

12 蘇議員泓欽 108/06/04 

都市計畫審核(1)委員會效率要檢

討(如:新店榮工廠都更案)(2)期盼

落實簡政便民。 

城鄉局 16 

13 蘇議員泓欽 108/06/04 

三鶯新生地規劃多功能交通轉運中

心(1)串聯各種交通運輸工具及提

供區外轉乘停車需求(2)設置觀光

巴士(3)疏解假日交通壓力(4)結合

鶯歌火車站周邊倉儲用地變更與開

發計畫。 

城鄉局 17-39 

14 蘇議員泓欽 108/06/06 
北大特區人口持續成長，相關公共

設施亦需同步增加。 
城鄉局 40-50 

15 蘇議員泓欽 108/06/06 
鶯歌鳳鳴消防分隊興建案進度為

何? 
消防局 51 

16 蘇議員泓欽 108/06/04 
鶯歌鳳鳴火車站先行施工可行性?

增加經費如何支應? 
捷運局 52 

17 蘇議員泓欽 108/06/06 請儘速辦理鶯歌鐵路立體化。 捷運局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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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蘇議員泓欽 108/06/06 
請重視北大特區桃子腳國小額滿學

校入學問題。 
教育局 54 

19 蘇議員泓欽 108/06/06 
建議今年再舉辦「鶯歌陶瓷嘉年

華」，重振鶯歌的陶瓷觀光產業。 
經發局 55 

20 蘇議員泓欽 108/06/04 

建議市府將水質、空氣污染等環保

議題納入北桃兩市合作平台，以提

供民眾舒適的生活品質。 

環保局 56 

21 蘇議員泓欽 108/06/06 
鶯歌區清潔隊服務中心興建案進度

為何？ 
環保局 57 

22 蘇議員泓欽 108/06/06 鳳鳴派出所興建進度為何? 警察局 58 

23 蘇議員泓欽 108/06/06 
請積極研議成立大豹溪為市級風景

區。 
觀旅局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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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蘇議員泓欽 質詢日期 108年 6月 4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4日 

質詢事項： 

三鶯大橋分四個階段進行改建，請市府與十河局溝通施作下環河路匝道工程。 

 

答復內容： 

旨述工程原規劃分四階段辦理，考量加速改建作業，故調整為二階段辦理，第一階

段為「增設專用機車道與人行道工程」，第二階段為「主橋拆除重建及施作鶯歌端環

河路匝道工程」(原為第二、三、四階段)，目前第二階段刻正辦理細部設計，有關

施作下環河路匝道工程本府工務局前於 108 年 5 月 15 日邀集相關單位(含經濟部第

十河川局)召開第二次基本設計審查會議，經第十河川局審查後，原則同意可採平交

方式銜接環河路，惟涉及堤防構造物申請調整，後續將依「申請開挖中央管河川河

防建造物審查要點」規定，向水利主管機關申請施作。 

 

承辦局（處、會）：工務局 

承辦科（組、室）：新建工程處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吳股長宗龍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8939 

 

  



5 
 

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蘇議員泓欽 質詢日期 108年 6月 6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1日 

質詢事項： 

請說明成立鶯歌陶瓷工藝文化園區案進度，並加速辦理。 

 

答復內容： 

本府業於 107 年召開 4 次「鶯歌陶瓷文化園區會議」，確認城鄉局針對鶯歌陶瓷工藝

文化園區進行分區及規劃、經發局負責協助清查輔導商圈之對象及範圍、文化局負

責園區意象設計。經蘇泓欽議員 108 年 3 月 21 日邀集本府各局處開會研商，辦理情

形 明如下： 

一、經濟發展局：實施期程 108 至 109 年底，各項計畫目前辦理情形： 

（一）觀光升級，品牌提升： 

1、實地進行關懷服務訪談調查，目前有意願 5S 升級示範業者有清寶窯、和協

陶器，計 2 家。持續盤點工藝園區陶瓷工廠環境清潔整理意願。目前園區

內工廠計有 51 家，其中 4 家工廠已不在該址、11 家工廠關閉，1 家拒訪。 

2、專家學者訪視診斷計有清寶窯、和協陶器進行 5S 環境整理診斷，並說明本

府產業文化館及觀光工廠之申請補助。 

（二）智慧加值，擴增通路： 

1、已有 10 家鶯歌陶瓷業者導入電商 KD8。 

2、已有 15 家，有意願建置「新北 e 起 pay」。 

（三）辦理在地產業特色活動，拓展商機：辦理活動有「2018 3+GO 佳景佳餚佳釀 

幸福山仔腳」、「鶯歌陶瓷嘉年華」、「鶯歌老街商圈意象選址」、「樂玩三鶯

樹、工藝手作智慧遊」。 

二、城鄉發展局：實施期程預計 108 至 110 年，各項計畫目前辦理情形： 

（一）人行動線改善計畫：完成整體規劃，後續辦理施作區域及路面清點。 

（二）廠房牆面及大型公共藝術牆面彩繪形塑：完成整體規劃，以建國路至永昌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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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街區作為彩繪牆施作範圍，後續進行細部規劃。 

（三）空間主題規劃構想：水圳廊道部分，以社區總體營造方式辦理，建議將媳婦

泉作為營造據點，並藉由彩繪牆串連至永昌藝術街區。 

（四）市府景觀總顧問業於 6 月 14 日提交本案計畫書，預計 6 月底召開計畫書審查

會。 

三、文化局(鶯歌陶瓷博物館)：實施期程 108 年 2 至 11 月，文創推廣行銷計畫目

前辦理情形： 

（一）108 年 1 月 24 日與中湖國小主任及美術老師洽談館校合作事宜，預計 3-5 月

駐村藝術家 Barbara Balzer 進入中湖國小教學。 

（二）截至 108 年 5 月底止，鶯歌燒品牌透過雙軌模式取得商標授權商品共計 581

件(組)。為拓展文化商品店之網路展售點，提供更便利的操作介面，陶博館

於 1 月 31 日起與網路平臺 Peoplelamp 合作，於其平臺架設博物館文化商品

店品牌館並上架相關文創商品。 

 

 

 

 
承辦局（處、會）：文化局 

承辦科（組、室）：文化發展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羅科長珮瑄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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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蘇議員泓欽 質詢日期 108年 6月 6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1日 

質詢事項： 

請持續推動「鶯歌石觀光休閒旅遊的整體處理方案」，讓鶯歌石榮景再現。 

 

答復內容： 

本府 107 年業以文化景觀鶯歌石之保存維護及教育推廣為核心，邀集在地居民共同

參與規劃，藉由參與式預算方式辦理多元形式活動，如：「鸚哥石故事說不完（志工

培訓）」、「新北市鶯歌石及週邊空間攝影比賽」與「鶯歌石步道健行活動」等，帶領

民眾認識鶯歌人文及自然生態，於提升對文化資產保存的認知及興趣之餘，持續推

動鶯歌石及週邊地方文化觀光及休閒旅遊。 

 

 

 

承辦局（處、會）：文化局 

承辦科（組、室）：文化資產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羅科長珮瑄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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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蘇議員泓欽 質詢日期 108年 6月 6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1日 

質詢事項： 

請落實鶯歌古窯維護工作。 

 

答復內容： 

一、 仁和窯、中興窯：本府已於 105 年 2 月 26 日完成文化資產保存價值會勘，並

於 3 月 17 日作成仁和窯、中興窯列冊追蹤決定，由所有人自行管理維護。 

二、 烘爐窯、合興窯：「鶯歌烘爐窯」與「鶯歌合興窯煙囪」分別於 105 年 11 月

16 日及 12 月 21 日公告登錄為本市歷史建築，由所有人依文化資產保存法規

定管理維護。惟烘爐窯所有權人不同意該窯登錄為歷史建築而提出行政訴訟，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一審駁回原告之訴，所有人不服提出上訴，現由法院持續審

理中。 

三、 為維存鶯歌古窯珍貴歷史及文化價值，本府將持續敦促所有人善盡管理維護責

任。 

 

 

 

承辦局（處、會）：文化局 

承辦科（組、室）：文化資產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羅科長珮瑄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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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蘇議員泓欽 質詢日期 108年 6月 4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4日 

質詢事項： 

請加速推動山水步道周邊相關建設： 

一、加速自行車道與桃園串聯。 

二、水管路鋪設柏油。 

三、增設監視器。 

四、為串聯鶯歌山水步道左右兩岸，營造環湖步道，建議評估興建供人行及自行車行

走之景觀橋。 

 

答復內容： 

一、 自行車道串聯桃園一案，本府新北市端已建置完成。 

二、 水管路鋪設柏油部分，該路權管單位屬本府工務局，且因多項因素，目前暫無

鋪設柏油之計畫。 

三、 本案已於兩市交界處設置監視器完成。 

四、 有關營造環湖步道一案，本府已納入評估作業，預計 7 月中旬召開評估方案會

議。 

 

 

 

承辦局（處、會）：水利局 

承辦科（組、室）：高灘地工程管理處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黃技正敏政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4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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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蘇議員泓欽 質詢日期 108年 6月 4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4日 

質詢事項： 

建議鶯歌溪整治工程納入河川流域治理平台並與桃園市協商合作機制。 

 

答復內容： 

一、 鶯歌溪治理規劃由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主政辦理中，目前正辦理階段性用

地取得作業，位置由下游重慶橋至上游光明橋，預計明年開始推動治理工程。 

二、 鶯歌溪廢水排放整治議題已納入河川流域治理平台，由新北市政府環保局與桃

園市政府環保單位共同管制中及研商合作機制。 

 

 

 

 

承辦局（處、會）：水利局 

承辦科（組、室）：河川計畫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黃技正敏政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4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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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蘇議員泓欽 質詢日期 108年 6月 6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4日 

質詢事項： 

請協助鶯桃路 413 巷周遭排水改善，以及永吉活動中心、高職西街及大湖路一帶淹

水情形改善並全面調查分析，徹底改善鶯歌水患問題。 

 

答復內容： 

貴席關心鶯歌區水患問題，本府水利局相關建設說明如下： 

一、鶯桃路 413 巷，已完成鶯桃路永和街口加大側溝集水井，以及鶯桃路排水分流

至永和街雨水幹線之新設涵管。 

二、永吉活動中心周邊，已完成永吉國小前陰井內施作分流擋板並清疏涵管，以及

鶯桃路 365 巷側溝改善工程。 

三、高職西街及大湖路，已由公所完成過路涵管及側溝清疏。 

四、目前鶯桃路部分路段仍有局部積淹水問題，經查係斜坡道加蓋問題嚴重，影響

側溝收水效率，已請公所改善側溝隔柵，並由本府養工處協助排除斜坡道覆蓋

側溝之問題，另為增加鶯桃路段整體排水容量，已請本府捷運局辦理三鶯線工

程時，自鶯桃路 413 巷至褔德一路新設雨水下水道。 

 

承辦局（處、會）：水利局 

承辦科（組、室）：雨水下水道工程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黃技正敏政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4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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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蘇議員泓欽 質詢日期 108年 6月 4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4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尋覓適合地點興設鶯歌區南鶯里及建國里 2 里共同活動中心。 

 

 

答復內容： 

本案預計使用鶯歌三號公園內捷運三鶯線高架橋下之土地，作為興建南鶯建國市民

活動中心用地，現正由鶯歌區公所辦理活動中心評估中。 

 

 

承辦局（處、會）：民政局 

承辦科（組、室）：地方自治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許科長力友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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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蘇議員泓欽 質詢日期 108年 6月 4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4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增建鶯歌區納骨塔。 

 

答復內容： 

為鶯歌地區民眾納骨塔使用需求，本府已先針對鶯歌第一公墓及鶯歌第三公墓進行

興設納骨塔可行性評估，並綜合市府財政狀況及納骨塔設置效益等因素，審慎評估

設置地點及量體中。 

 

承辦局（處、會）：民政局 

承辦科（組、室）：殯葬管理處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許科長力友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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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蘇議員泓欽 質詢日期 108年 6月 4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4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府會聯絡人應善盡職責並適時回應辦理情形。 

 

答復內容： 

為促進府會關係之良性互動，市府民政局已於 108 年 6 月 21 日函知市府各機關府會

聯絡人應善盡府會聯繫業務職責，並適時回應議員關心案件辦理情形，以增進市府

之團隊效率。 

 

 

承辦局（處、會）：民政局 

承辦科（組、室）：地方行政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許科長力友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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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蘇議員泓欽 質詢日期 108年 6月 6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4日 

質詢事項： 

請儘速辦理鶯歌尖山公園籃球場施作遮雨棚工程。 

 

 

答復內容： 

本案本府民政局已於 108 年 5 月 24 日同意增加補助鶯歌區公所工程規劃設計費，現

正由公所辦理上網招標事宜。 

 

 

承辦局（處、會）：民政局 

承辦科（組、室）：地方自治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許科長力友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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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蘇議員泓欽 質詢日期 108年 6月 4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4日 

質詢事項： 

都市計畫審核(1)委員會效率要檢討(如:新店榮工廠都更案)(2)期盼落實簡政便民。 

 

答復內容： 

有鑑於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及個案變更之案件，需視都市計畫整體發展實際情況、地

主及需地機關之需求辦理都市計畫檢討作業，因涉及範圍及民眾權益較廣，故各案

之審議速度將視其計畫內容及各單位提送之資料的完整程度而略有不同。爰此，為

利後續審議，本府城鄉發展局將視案件涉及面向於公展前協助召開各機關研商會

議，以凝聚共識，俾利後續審議。另為能加速審議作業，各提案單位提送資料前，

本府城鄉發展局亦先洽詢市都委會專案小組召集人及委員時間，俾排會審議及掌握

審議時效。 

 

 
承辦局（處、會）：城鄉發展局 

承辦科 (組、室)：計畫審議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林股長逸智 

聯絡電話： (02)29603456 分機 7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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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蘇議員泓欽 質詢日期 108年 6月 4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4日 

質詢事項： 

三鶯新生地規劃多功能交通轉運中心： 

一、 串聯各種交通運輸工具及提供區外轉乘停車需求。 

二、 設置觀光巴士。 

三、 疏解假日交通壓力。 

四、 結合鶯歌火車站周邊倉儲用地變更與開發計畫。 

 

答復內容： 

因本案需求內容涉及本府跨局處業務整合，經各相關局處提供資料後，本府城鄉發

展局初步研擬三鶯新生地轉運中心需求評估(如附件)，檢送資料 1 份供參。 

 

 
承辦局（處、會）：城鄉發展局 

承辦科 (組、室)：都市設計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林股長逸智 

聯絡電話： (02)29603456 分機 7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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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蘇議員泓欽 質詢日期 108年 6月 6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4日 

質詢事項： 

北大特區人口持續成長，相關公共設施亦需同步增加。 

 

答復內容： 

一、 查本府辦理之「變更台北大學社區特定區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變更

台北大學社區特定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配合主細拆離)」案前於 108

年 3 月 11 日辦理公開展覽，並於 108 年 3 月 20 日辦竣公開展覽說明會，迄今

已辦理 3 場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審議。 

二、 再查本計畫區推估計畫年期 115 年之計畫人口為 52,000 人，依「都市計畫定

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檢討公共設施需求情形如下： 

(一)學校用地：國民中小學應依據人口發展趨勢，檢討學校用地之需求。經檢

討計畫年期國小學齡人口數約為 2,940 人，最低校地需求面積約為 3.5271

公頃，現行計畫劃設之文小用地面積 5.8535 公頃符合校地需求與面積之規

定。另桃子腳國中小及龍埔國小之開發強度未達法定建蔽率及容積率，尚

有餘裕空間。 

(二)公園用地、兒童遊樂場用地：本計畫區劃設兩處公園用地，面積均大於檢

討標準 0.5 公頃；本計畫區劃設五處兒童遊樂場用地，面積均大於檢討標

準 0.1 公頃，爰宜維持現行計畫。 

(三)停車場用地：本計畫區劃設兩處停車場用地，經本府交通局評估停二用地

無立體開發之停車需求，考量周邊停車空間仍屬充裕，爰本次草案將停二

用地變更為機關用地，餘宜維持現行計畫。 

(四)大學用地、車站用地、機關用地、變電所用地、市場用地、道路用地：應

依據該地區之發展情形，予以檢討。除大學用地部分變更為道路用地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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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宜維持現行計畫。 

三、 檢附本計畫區公開展覽草案有關「發展預測與檢討分析」一節供貴席參考，全

案報告書可至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網站

(https://www.planning.ntpc.gov.tw/)，點選「熱門服務」之「各項文件下

載」查詢本計畫案名。 
 

承辦局（處、會）：城鄉發展局 

承辦科 (組、室)：計畫審議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林股長逸智 

聯絡電話： (02)29603456 分機 7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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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蘇議員泓欽 質詢日期 108年 6月 6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1日 

質詢事項： 

鶯歌鳳鳴消防分隊興建案進度為何？ 

 

答復內容： 

本案經先期審查會議決議原則同意納入 109 年預算籌編，惟使用面積及工程預算需

秉撙節原則依實際使用人數再調整，俟預算通過後將於 109 年辦理委託規劃設計技

術服務作業。 

 

 

 

承辦局（處、會）：消防局 

承辦科（組、室）：秘書室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鄭股長景允 

聯絡電話：(02) 89519119 分機 6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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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蘇議員泓欽 質詢日期 108年 6月 4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4日 

質詢事項： 

鶯歌鳳鳴火車站先行施工可行性？增加經費如何支應？ 

答復內容： 

一、 鳳鳴站原為「臺鐵都會區捷運化桃園段高架化建設計畫（簡稱桃高計畫）」中

項下新增之通勤站，104 年 3 月發布實施鳳鳴段都市計畫變更。後因桃園市政

府政策改變導致行政院於暫停賡續辦理高架化計畫並由桃園市政府啟動「臺鐵

都會區捷運化桃園段地下化建設計畫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行政院於 106

年 7 月 31 日原則同意，目前由交通部鐵道局（下稱鐵道局）辦理綜合規劃階

段。 

二、 依據交通部鐵道局 108 年 5 月 30 日提送之「臺鐵都會區捷運化桃園段地下化

建設計畫（簡稱桃地計畫）」綜合規劃成果報告，鳳鳴火車站於桃地計畫期程

內透過增架軌道切換方式，提前於 115 年 9 月通車啟用。 

三、 鳳鳴站依原桃高計畫應於 106 年完成通車，計畫改變非本府所導致，且變更後

鳳鳴站之規劃設計並無變動仍為地下站體，故有關桃地計畫工程經費本府僅同

意負擔原桃高計畫核定應支付之工程經費。 

四、 先行通車增加之經費，基於上述理由，本府已向交通部及鐵道局表達立場，不

應由本府負擔。 

 

承辦局（處、會）：捷運工程局 

承辦科（組、室）：資產管理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李股長文浩 

聯絡電話：(02)22852086 分機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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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蘇議員泓欽 質詢日期 108年 6月 6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4日 

質詢事項： 

請儘速辦理鶯歌鐵路立體化。 

答復內容： 

一、 鶯歌鐵路平交道與環境改善建設可行性研究委託技術服務案總採購金額 1500

萬，交通部補助 400 萬，規劃範圍自樹林山佳地區至鶯歌鳳鳴地區，即臺鐵車

站南樹林站至鳳鳴站之間的區域，沿線包含有福德街、東鶯里及尖山埔路等 3

處平交道。計畫內容包含鶯歌地區平交道短期改善方案與策略、鶯歌地區鐵、

公路立體化方案、經濟和財務效益評估與鶯歌地區鐵路立體化後騰空土地發展

構想及站區再開發策略。 

二、 本府捷運工程局於 107 年 11 月 15 日完成本案議價決標與廠商簽約，目前已完

成工作執行計畫書，刻正進行改善策略評估作業，研議評估設置智慧型平交道

安全控制系統、車輛改道、公路立體化、鐵路車站跨站式站房等優先改善方案

可行性，預計 7 月提出初步成果。 

 

承辦局（處、會）：捷運工程局 

承辦科（組、室）：綜合規劃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李股長文浩 

聯絡電話：(02)22852086 分機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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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蘇議員泓欽 質詢日期 108年 6月 6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0日 

質詢事項： 

請重視北大特區桃子腳國小額滿學校入學問題。 

 

答復內容： 

本府教育局為因應北大特區額滿問題，擬定短、中、長期方案分別說明如下： 

一、 短期方案：將桃子腳國中小班級人數由 29 人調升至 34 人，對於學區內無法分

發入學該校而改分發至柑園國小之學童，本府教育局已補助柑園國小 2 輛交通

車協助接送學童上放學。 

二、 中期方案：本府教育局規劃於桃子腳國中小增建國小普通班教室 18 間，以減

輕該校之額滿壓力。 

三、 長期方案：持續觀察當地學齡人口變化、都市發展情況，以及校舍容納情形，

確實掌握北大特區教育資源需求，以達有效增置教育資源之目的。 

 

承辦局（處、會）：教育局 

承辦科（組、室）：國小教育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林督學奕成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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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蘇議員泓欽 質詢日期 108年 6月 6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18日 

質詢事項： 

建議今年再舉辦「鶯歌陶瓷嘉年華」，重振鶯歌的陶瓷觀光產業。 

 

答復內容： 

本府訂於 108 年 8 月 17 日、8 月 18 日，於鶯歌陶瓷老街舉辦「鶯歌迎熱鬧」（名稱

暫訂）活動。內容包含跨域策展、星空音樂會、戶外隨演及工藝體驗等，讓民眾得以

深度旅遊鶯歌，活動將會搭配 VZ TAIWAN APP，透過科技服務的導入，增添與民眾的

互動感，並串聯當地店家，提供獨家優惠。此外，本府經發局也將與文化局「美術體

驗行動車」及陶博館「夏日泥巴日」活動串聯，豐富活動內容，吸引更多人至鶯歌觀

光消費，振興鶯歌陶瓷觀光產業。 

 

承辦局（處、會）：經濟發展局 

承辦科 (組、室)：商業發展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黃專員恆瑋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5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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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蘇議員泓欽 質詢日期 108年 6月 4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4日 

質詢事項： 

建議市府將水質、空氣污染等環保議題納入北桃兩市合作平台，以提供民眾舒適的

生活品質。 

答復內容： 

一、 有關鶯歌溪流域之水質改善議題，已納入每月由謝副市長主持「新北市河川流

域治理平台」會議列管，本府環境保護局仍持續積極辦理鶯歌溪水污染熱區稽

查管制作業，強化打擊環境污染之決心。 

二、 北桃兩市合作平台部分： 

(一)目前已建立快速因應處理 Line 群組，兩市均結合在地民眾力量成立水環

境巡守隊，除定期辦理淨溪及環境教育活動外，並協助進行河川污染巡查

舉報，共同維護河川潔淨。 

(二)兩市環境保護局持續積極辦理水污染熱區稽查管制，如經查獲污染源亦同

步通報桃園市政府，以落實兩市橫向聯繫、污染舉報與合作打擊污染源，

以提升鶯歌溪整體水環境品質。 

三、 就空污管制跨域部分，係採空品區合作方式辦理，由本市與基隆市、臺北市及

桃園市每季召開聯合會議，會商空品管制策略及合作事項，以有效達成區域空

氣品質之改善。另更建立空品不良應變平台，合作執行污染源減量應變作業。 

四、 另針對比鄰桃園市之土城、樹林、三峽、鶯歌 6 家瀝青廠推動 108 年底全面更

換天然氣為燃料，減少區域污染排放，並要求業者於 109 年底加裝連續自動監

測設施(CEMS)，以即時掌握污染物排放情形。 

承辦局（處、會）：環境保護局 

承辦科（組、室）：水質保護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邱科長庭緯 

聯絡電話：(02)29532111 分機 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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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詢議員 蘇議員泓欽 質詢日期 108年 6月 6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19日 

質詢事項： 

鶯歌區清潔隊服務中心興建案進度為何? 

 

答復內容： 

一、 有關鶯歌區域性資源循環中心第一期工程已於 108 年 6 月完成基本設計，刻正

製作細部設計書圖，預計於 108 年 7 月底前完成細部設計書圖。 

二、 本案目前同步辦理地目變更編定相關作業，並將接續辦理申請建照及工程發包

事宜。 

 

 

 

承辦局（處、會）：環境保護局 

承辦科（組、室）：清潔維護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邱科長庭緯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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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蘇議員泓欽 質詢日期 108年 6月 6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4日 

質詢事項： 

鳳鳴派出所興建進度為何。 

 

答復內容： 

一、 本府警察局三峽分局鳳鳴派出所辦公廳舍新建工程，由本府警察局自行規劃興

建，委託技術服務於 108 年（以下同）3 月 25 日完成訂約，建築師已於 5 月

20 日提送基本設計，目前由三峽分局審核中。 

二、 另後續辦理細部設計、都市設計審議、建照執照及五大管線申請等事宜，預計

12 月底前工程發包，工程進度預定 110 年落成。 

 

 

 

 

 

 

承辦局（處、會）：警察局 

承辦科（組、室）：人事室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賴股長義芳 

聯絡電話：(02)80725454 分機 3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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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蘇議員泓欽 質詢日期 108年 6月 6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4日 

質詢事項： 

請積極研議成立大豹溪為市級風景區。。 

 

答復內容： 

本府觀光旅遊局將依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12 條規定程序研議大豹溪規劃風

景區相關事宜。 

 

 
 
承辦局（處、會）：觀光旅遊局 

承辦科（組、室）：風景區管理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余專門委員雅芳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4023 

 

 


